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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

生活教育組 

 欣賞短語文集(2017年 6月出版) 

封面設計:吳雨蓓(1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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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者:馬學文(2D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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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前言》 

 

人與人之間的連繫，跟空間上的距離並不一定成正比例的。有些人

與你近在咫尺，朝夕相見，然則可能只是泛泛之交，互相了解並不多；    

反而是彼此分隔兩地，長久沒見，只要心繫對方，感情可能還要深厚。

現今社會步伐過於急速，甚麼都講求效率，當凡事皆被視為理所當然時，

情感上的需要可能已被放在較次要的位置，一些感恩、寬恕、諒解、欣

賞的說話，藉辭心照不宣，慢慢地，便不知跑到哪裡去了。試想想，我

們有多久沒向父母親說些窩心的說話：感謝父親每天辛勞工作，賺錢養

活一家；又或感謝母親為我們精心泡製佳餚美點。甚麼是欣賞呢?欣賞是

一種謙虛的行為，總看到別人比自己優勝的地方，願意以美言向對方作

出感激或讚賞。聖經箴言 25章 11節這樣說：「一句話說得合宜， 就如

金蘋果在銀網子裡。」任何時候，造就的話能修補人際關係的裂縫，懂

得看別人比自己強，也是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不二法門。我很高興能見

證這本小冊子「欣賞短語文集」的面世，將同學欣賞別人的短語珍而重

之地保存下來，每次觀看，便覺重新得著生命的力量及意義，盼望你也

有同感! 

願共勉之! 

張昌明校長 

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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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A 

給親愛的黎曉恩同學： 

  很高興認識你，多謝你一直以來照顧我，我很欣賞你努力讀書

及樂於助人的性格，是我們 1A班的好班長。 

曾寶鋋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悅芬老師： 

  多謝您的教導，教曉寶鋋讀書和寫字，學習更多不同的知識，

她每天也很喜歡上學。 

曾寶鋋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鍾詠麗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常常與同學分享， 

  我很欣賞你時常笑容滿面。 

吳雨蓓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悅芬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老師很有耐性悉心教導學生； 

  我很欣賞老師有耐性解答家長的疑難及幫忙解決問題。 

吳雨蓓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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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B 

給親愛的李樂瑤同學： 

  我喜歡你！ 

施學敏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嘉盈老師： 

  衷心感謝您精心的教導。 

施學敏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李嘉盈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學敏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楊浩霖同學： 

  我很謝謝你在小息的時候和我玩耍和說笑。謝謝你！ 

蕭煒衡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嘉盈老師： 

  我很感謝您，當煒衡遇到難題的時候，您會耐心地教導煒衡。

謝謝您。 

蕭煒衡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陳柏熹同學： 

  謝謝你不論在甚麼時候都跟我一起玩耍。 

羅鈞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徐老師： 

  謝謝您悉心教導一班由幼稚園只懂簡單的中文字，到現在可以

自己查字典認識中文字的小朋友。 

羅鈞廷同學家長上 
 

只有懂得欣賞自己，才能做到充分地自我接納， 

有良好的自我感覺，才能自信地與人交往， 

出色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潛力。 



6 
 

1C 

給親愛的曾晉林同學（1E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努力溫習。 

鄭以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馮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妳主動、積極地與我溝通，使我可以更加了解以迪在

校內的情況。謝謝妳！ 

鄭以迪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曾可柔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在運動會上全力以赴，恭喜你獲得接力比賽的冠軍。 

王炘蔚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你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王炘蔚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余聖傑同學： 

  好欣賞你的默書成績好！ 

陳柏麟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馮老師： 

  多謝您用心教導柏麟！ 

陳柏麟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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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D 

給親愛的李菀庭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學業成績好，我們繼續努力。 

林釨霏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老師： 

  謝謝您教我們很多知識。 

林釨霏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杜子呈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開朗的性格，使每日的校園生活充滿朝氣。 

陳偉熙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岑老師： 

  欣賞老師們無比的耐性；欣賞您們的毅力；欣賞您們的專業；

更欣賞您們的愛心，使孩子們愉快地適應小學生活。 

陳偉熙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邱智軒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樂於助人！ 

吳樂晞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岑老師： 

  感激您對小兒的愛護及悉心教導！ 

吳樂晞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鍾有義同學（1C班）： 

  我欣賞你所畫的畫！ 

  很感謝你和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！ 

  能和你成為同學及好友，真的很感激！ 

黃家希同學上 

給親愛的何老師： 

  感激老師悉心教導我的宗教！使我從中學習良好的品格！ 

  欣賞老師耐心的教導！真的謝謝你！ 

黃家希同學家長上 

會欣賞自己的人，一定會正確地欣賞別人和評價自己。 

只有正確欣賞別人的人，才能正確地面對自己、欣賞自己。 



8 
 

1E 

給親愛的何慕詩同學（1B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妳的數學成績很好，我們一起努力。 

陳泳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寶珊老師： 

  謝謝您悉心的教導。 

陳泳彤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李樂瑤同學（1B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妳每次測驗、期考中都以平常心地面對；並全力以赴，

從而獲得驕人的成績！ 

  努力！加油！ 

鄭洛蘊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昌明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為學校無私奉獻，樹立好榜樣，使我每天開心、愉

快地學習！ 

  謝謝您！ 

鄭洛蘊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嚴子軒同學（1A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！ 

王漪琳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老師： 

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學生，使他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王漪琳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林浩風同學(1B班): 

  欣賞你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漪琳同學上 

 

任何一個人都有優秀的部分， 

別人發現不了你，你自己可以發現， 

別人不欣賞你，你完全可以自己欣賞自己。 

當自我欣賞開始的時候，也就是我們的自信心成長的時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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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E 

給親愛的霍老師： 

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你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漪琳同學上 

給各位親愛的書記小姐／工友嬸嬸叔叔： 

  很欣賞您們在學校幫助我們。  

  亦很欣賞您們努力清潔學校，使我們能在舒適的校舍上課。 

  謝謝您們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漪琳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佩詩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讀書很努力。 

羅仲翹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很用心教導學生。 

羅仲翹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陳泳彤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寫的字很漂亮。 

香頌賢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老師： 

  我好很欣賞您用愛心教導學生。 

香頌賢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邱悠同學： 

  謝謝你教我做功課。 

許豐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寶珊老師： 

  多謝您教導學生英文、視藝、德公、PLPR/W。 

許豐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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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E 

給親愛的邱悠同學: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！ 

  很欣賞你的歌聲，很想時常聽到你的歌聲！ 

    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豐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寶珊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豐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工友嬸嬸／叔叔： 

  我很欣賞您們努力清潔學校，使我們能在舒適的校舍上課。 

  謝謝您們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豐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佩思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當班長時的熱誠。 

羅喬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感謝您每天早上在學校大門口迎接同學們。 

羅喬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陳泳彤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的歌聲，很想時常聽到你的歌聲。 

林子盈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老師： 

  多謝妳細心教導林子盈，謝謝妳！ 

林子盈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蔡曉嵐同學: 

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！ 

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芷言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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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E 

給親愛的尤老師： 

  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芷言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工友嬸嬸／叔叔： 

  欣賞您們努力清潔學校，使我們能在舒適的校舍上課。 

  謝謝您們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芷言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俊亨同學（1B班）： 

  欣賞你讀書很叻！ 

謝頌希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每天早上風雨不改地和我們說早晨！ 

謝頌希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李佩絲同學： 

  欣賞你努力溫習。 

鄭希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老師： 

  多謝您！ 

鄭希彤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馮靜澄同學（1D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希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何老師： 

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希彤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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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設計者:羅仲翹(1E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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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A 

給親愛的李凱嵐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的愛心，時常幫助同學！謝謝！ 

鄧卓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布天樂老師： 

  很感謝您對女兒的悉心教導，並欣賞她的能力，使她能夠自信

地表現最優秀的一面。 

鄧卓婷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陳凱文同學（2C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可以很樂觀地去看事情。 

何嘉宜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敏兒老師： 

  謝謝您很認真地教我們學習。 

何嘉宜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李凱嵐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！ 

梁嘉敏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布天樂老師： 

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梁嘉敏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工友嬸嬸／叔叔： 

我很欣賞您們努力清潔學校，使我們能在舒適的校舍上課。 

  謝謝您們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嘉敏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黃諾晴同學（2B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可愛的笑容，使同學們很開心。 

倪綺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每天風雨不改在學校門前迎接同學們回校，使同學

們很有歸屬感。 

倪綺彤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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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 

給親愛的李卓軒同學 

  我欣賞你樂於助人的性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子銘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黃尚瑜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子銘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黃以斯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凱晴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黃尚瑜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凱晴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陳曉彤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的歌聲，很想時常聽到你的歌聲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凱晴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學生，使他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凱晴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書記小姐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學校幫助我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凱晴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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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C 

給親愛的陳沛禧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。 

彭海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陳芷筠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幫我們檢查手冊。 

王若茹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彭海彤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樂於幫助同學。 

陳陳沛禧同學上 
 

2D 

給親愛的李宗樺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和我一起玩。 

楊安泰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欣賞您聽取意見。 

楊安泰同學家長上 

 
 

 

讚美是自信的起始─ 

發現自己的長處，是自信的基礎。 

相信自己行，才能大膽嘗試，接受挑戰。 
 

 

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70737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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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E 

給親愛的王芍妍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對人友善和有愛心。 

馬學文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詠虹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對學生的關愛和鼓勵，更欣賞您對教學的熱誠。 

馬學文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鍾文興同學（2A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成績第一次比我好。 

羅祖諺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副校長： 

  妳為了孩子的教育，不辭勞苦、無微不至，讓我說聲「謝謝您！」 

羅祖諺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林宏浩同學: 

我很欣賞你！  

    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祖諺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詠虹老師： 

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祖諺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伍程希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。 

盧泳心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。 

盧泳心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馬鈞晴同學: 

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！ 

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盧泳心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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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E 

給親愛的梁主任： 

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盧泳心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書記小姐： 

我很欣賞您在學校幫助我們。 

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盧泳心同學上 

給親愛的伍程希／鍾宇翹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們在我生病的時候慰問我，使我很開心。 

游雅筠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尤敏儀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給游雅筠做常識科長的機會，使她學會有責任感，

為同學服務。 

游雅筠同學家長上 

 

 
 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， 

 生活中處處有學習的榜樣， 

 人人都有值得效仿和學習的地方。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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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A 

給親愛的何諾瑤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常幫助我。 

郭純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多謝您買禮物給我。 

郭純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郭純同學： 

  多謝你常常同我玩耍。 

何諾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多謝您買糖給我吃。 

何諾瑤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多謝您逢星期六給我一些食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焯傑同學上 
 

3B 

給親愛的張樂盈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樂於助人。 

林曉盈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曉盈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中文很好。 

張樂盈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霍老師： 

  您唱歌很好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雷予苗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曉盈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教我做功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黃曦晴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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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C 

給親愛的李明軒同學： 

  多謝你常常陪我玩耍。 

謝俊闈同學上 

 

 

3D 

給親愛的鍾琬瑩同學（3E班）：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。 

鄭梓瑩同學上 

給親愛的何曉晴老師： 

  多謝您悉心教導我們。 

鄭梓瑩同學家長上 
 

 

3E 

給親愛的陳宛靖同學： 

  多謝你常常幫助我。 

郭依如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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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A 

給親愛的周梓鈴同學： 

  感謝你經常幫助我。 

顏卓淇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梁文慧老師： 

  感謝您對我的教導。 

周梓鈴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梁文慧老師： 

  感謝您在這一年教導我很多知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張樂賢同學上 
4B 

給親愛的謝老師： 

  多謝您教我英文和做我班主任。 

吳佳穎同學上 

4C 

給親愛的吳凱熹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很大方，常常請別人吃零食。 

李柏翹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對辦學的熱誠，使學生們得到悉心的栽培，為成長

路打下良好的基礎。 

  謝謝您！ 

李柏翹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徐煒恩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的才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胡慧賢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陳仕桓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的才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胡慧賢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斯俊同學： 

  很欣賞你的性格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胡慧賢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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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D 

給親愛的簡苓津同學(4C班)： 

  我欣賞你的成績。 

蔡樂兒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校長： 

  我很欣賞您對辦學的熱誠。 

  祝您工作愉快！ 

李晨曦同學上 

給親愛的盧佳佳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錦昌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展華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對教學的熱誠。 

  祝您工作順利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子惠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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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E 

給親愛的劉煒婷同學： 

  多謝你請我吃東西。 

鄭凱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小燕老師： 

  謝謝您的教導！ 

鄭凱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榆同學： 

  多謝你常常請我吃東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煒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蔡玉玲老師： 

我非常感激您多年來的照顧，一有朗誦比賽就叫我參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煒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區凱琪同學： 

  多謝你這 4年來和我做朋友，請我吃東西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煒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小燕老師： 

  多謝您的悉心教導，細心地照顧我們 4E班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煒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胡家明同學(4A班)： 

  謝謝你時常陪我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梁銘軒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小燕老師： 

  多謝您教導我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梁銘軒和周柏澄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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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A 

給親愛的易慧盈同學（5D班）： 

  看見你的成績好，我要比你的更加好。 

鍾珮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霍老師： 

  我看見老師細心教學，我都要認真上學。 

鍾珮琪同學家長上 
 

 

 

 

一個人甚麼都可以失去，唯獨不能失去的就是對生活的信

心、毅力和奮發向上、勇往直前的精神。只要你心裡有一團火，

一點亮光，適時地欣賞自己、努力去挖掘自己內在的潛力，激

發自己的閃光點，相信金子不論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道理，

不管遇到什麼艱難險阻，終究會取得勝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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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B 

給親愛的黃悠華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成績很好！ 

周浩霖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黎鉻渟同學： 

  多謝你！祝你學業進步！ 

彭昕禧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昌明校長： 

  澤芸好、因為您！ 

彭昕禧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鄭鞍翹同學： 

  我很欣賞你開朗的性格，而且我很多謝你願意經常陪我玩耍。 

張安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淑英老師： 

  多謝您在這一年裏耐心地教導我。 

張安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元元同學: 

我很欣賞你！ 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安琪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林小燕： 

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安琪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張老師： 

  張老師對我很好。 

陳君如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黃永恩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有自信心。 

江俊熙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關健弘同學(5E班)： 

  多謝你做我的好朋友。 

廖偉林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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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B 

給親愛的陳永樂同學: 

  我很欣賞你在期考中的努力！ 

    努力！加油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廖偉林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韓芳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 

  謝謝您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廖偉林同學上  

給親愛的工友嬸嬸叔叔： 

我很欣賞您們在學校幫助我們。  

謝謝您們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廖偉林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彭昕禧和黃悠華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們很努力地溫習。 

黎鉻渟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昌明校長： 

  多謝您每天早上精神充沛的、以歡樂的笑容迎接每位同學，令

各位同學們歡樂、努力學習每一天。 

黎鉻渟同學家長上 

給親愛的劉潤同學： 

  很多謝你做我的朋友。 

張權僑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張淑英老師： 

  感謝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。 

張權僑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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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C 

給親愛的張芷麗同學（3B班）： 

  我欣賞你一直都很開朗。 

陳嘉恩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黃曉恆同學： 

  欣賞你成績優異。 

陳義泰同學上 
 

 

5D 

給親愛的林曉盈同學（3B班）： 

  欣賞你在我感到灰心的時候，你鼓勵我；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

你幫助我去解決問題。 

林曉晴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韓芳老師： 

  欣賞您在女兒有功課不明白時，您教導她直至明白為止。 

林曉晴同學家長上 
 

 

5E 

給親愛的蔡卓橋同學： 

  你成績好，我的成績要比你更好！ 

葉愷朗同學上 

給親愛的譚老師： 

  謝謝您的教導，令學生更進步！ 

葉愷朗同學家長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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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A 

給親愛的鍾承軒同學： 

  知識的根是苦的，但知識的果實是甜的。加油！ 

郭成威同學上 

給親愛的何秀慧老師： 

  我很欣賞您在課堂上悉心教導我們，使我們學到很多英文和德

育的知識。謝謝您！ 

郭成威同學家長上 
 

6B 

給親愛的梁雅然同學： 

  多謝你時常照顧我，互相扶持。 

  吳婷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文珠老師： 

  多謝您的教導和關懷。 

  吳婷婷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吳婷婷同學： 

  謝謝你在這兩年教導我很多東西！謝謝！。 

  梁雅然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文珠老師： 

  謝謝您在這兩年的教導和關懷。 

  梁雅然同學上 
 

6C 

給親愛的湯靜琳老師： 

  我欣賞您的耐心教導和對我們的悉心照顧。 

邱卓盈同學上 

給親愛的葉明誼老師： 

  我欣賞您非常善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邵常樂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湯靜琳老師： 

  我欣賞您對我們的照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方正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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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D 

給親愛的吳心泳同學： 

欣賞你的成績。 

  李慇桐同學上 

給親愛的葉老師： 

  感謝您的教導。 

  謝雪琳同學上 

給親愛的李慇桐同學： 

  欣賞你的品德。 

  吳心泳同學上 

給親愛的陳老師： 

  謝謝您的用心教導。 

  李慇桐同學上 
 

6E 

給親愛的侯思維同學： 

  我欣賞你的學習態度和很有責任感。 

  李灝龍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徐老師： 

  畢業後，如果再遇見您，我一定會向您打招呼。 

我欣賞您的忍耐力。 

  曾祥君同學上 

給親愛的程晴同學： 

  欣賞你很有責任感。 

  侯思維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徐老師： 

 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教導，我欣賞您強大的容忍力，能夠容忍我

們以往犯的過錯。 

  吳韋皓同學上 

給親愛的劉進希同學： 

  快畢業了，好好珍惜同學們的關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鍾宇翔同學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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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編者的話》 
         

本校於 2016年 11月透過班內的評估表及欣賞卡的互評活

動，讓學生作彼此欣賞的教育(如學術/運動/音樂/藝術/樂於助

人…)，藉此發掘自己的長處，提升自信；又於 2017年 3月進行

「欣賞短語」活動，鼓勵學生透過撰寫短語來欣賞自己及別人(包

括同學及師長)的優點及美德，從而建立正向思維。承蒙仁濟醫院

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贊助，現將佳句短語輯印成書。同時，

文集的封面設計，均由學生及家長親自設計，盼能藉此活動: 

       

1.推廣欣賞文化 

          2.發掘各人的長處  

          3.彼此學習，互相勉勵 

         

學習欣賞別人，我們必須學會謙卑並常常把別人看得比自己

強。就如腓立比書二章三節下半段這麼說道：「只要心存謙卑，

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」無法放下自己，無法學習謙卑，我們就

無法去欣賞別人的長處，更無法拉近彼此間的距離。 

          

        欣賞別人其實是：  

            多一點信任，少一點挑剔；  

            多一點熱情，少一點冷漠；  

          

        以善心愛人，以善語待人。 

        同學們，讓我們共同營造一片愛的世界─ 

        讓校園充滿欣賞的美好片段， 

處處洋溢着接納的歡聲笑語……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活教育組 梁婉麗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一七年六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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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附錄：班內評估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「看見你的好，我要做更好。」 

誰是你所欣賞的同學？請貼上鼓勵的貼紙: 

班別:         

學號 姓名 學習成績 運 動 才 藝 樂於助人 品 格 其 他 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11        

12        

13        

14        

15        

16        

17        

18        

19        

20        

21        

22        

23        

24        

25.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親愛的____________:     

 

我很欣賞你的 

(  )才能 

(  )品格 

(  )服務的熱忱 

(  )其他: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同學 

                
_____________上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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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者:游雅筠(2E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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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設計者:鄭洛藴(1E) 


